Stay GenLock® 应用
泰克公司信号发生器视频基准定时技术简介
在数字视频系统中，对同步和测试信号源的要求必须是低抖动和高度稳定的。泰克公司TG700电视信号发生器平台采用
了 Stay GenLock（同步锁相保持）技术，它为广播电视播出和后期节目制作设施提供了强健的基准信号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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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带有应急切换单元的双重同步脉冲发生器。

设备定时简介
视频系统中的大多数设备例如摄像机、录像机和切换器等，
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同步才能正常工作。通常将黑场色同步
和 HD 三电平同步信号作为“室内基准”的锁相信号，而后
通过专用的基础设施将基准信号分配给整个视频设施。基
准信号来自于某一主同步脉冲发生器(SPG)，
主同步脉冲发
生器内部有一个恒温控制的晶体振荡器(OCXO)。基准信号
也可以来自于外部，例如某一 GPS 信号或者采用铷标准的
原子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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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PS的同步具有很高的稳定度，并且成本较低，对
于大多数视频系统而言，它是一个很诱人的选项。为定时
应用而优化的 GPS 接收机可以产生 10MHz 的正弦波信号，
并将它作为视频系统的频率基准。由于该正弦波信号来自
于每一绕地球轨道运行的GPS卫星原子钟频率的连续平均
值，因此，它不会发生长时间的频率漂移。这样，SPG 就
能够提供锁定于 10MHz 基准的视频同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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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同步定时和输出定时调整。

利用多个冗余的 SPG 和一个切换单元可以组合成一个高
度可靠的定时基准系统。一旦主用SPG 失效，切换单元会
自动切换到备份 SPG 输出的基准信号上。但这两台 SPG
必须同步，以避免因切换带来的任何同步中断。备份 SPG
应当与主用 SPG 保持锁相，也可以使这两台 SPG 与同一
基准源如 GPS 保持同步。

为了延伸同步信号的应用范围或者增加同步信号的输出路
数，通常要使用分配放大器。在较大型的视频设施中，可
以将多台SPG锁定于主同步设备，从而配置成为一个主—
从结合的组合系统。这种方法对于提高系统定时的灵活性
也是有益的。可以调整从属 SPG 相对主用 SPG 的定时以
补偿电缆或切换造成的延时。通过附加的控制，也可以调
整各个 SPG 相对于主 SPG 时钟的输出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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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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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利用波形监视器观察 Stay Genlock 的工作状况。

Stay GenLock® 简介
Stay GenLock 是泰克公司为 TG700 电视信号发生器平台
和 SPG600/SPG300 系列同步脉冲发生器开发的一种数字
同步锁相技术，它为同步的SPG 提供了增强的可靠性和稳
定度，因此可作为一种主用 / 从用同步配置系统。
在设备的同步输入端，如果外接基准信号一旦丢失，这时
SPG 就会启用内部的振荡器以作为频率基准。尽管 OXCO
也是一种精密的振荡器，但是在切换过程中，带来的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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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频率扰动仍然是不可避免的。然而，Stay GenLock 技术
能够保存先前时钟频率的历史记录，从而力图保持外接同
步丢失之前的最后稳定频率。
我们在波形监视器的矢量显示上，可以观察到 S t a y
GenLock 的工作状况。如果波形监视器的外接基准输入来
自与从属 SPG 相同的主用 SPG，那么在波形监视器上，这
时主用SPG输出的模拟黑场色同步信号中的色同步矢量将
显示为稳定的图形，并且没有相位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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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Stay GenLock 技术使色同步矢量保持稳定。

图 5. 如果不用 Stay GenLock，色同步矢量会发生旋转。

如果断开从属SPG 的同步锁相输入，可以观察到波形监视
器上的色同步矢量会发生旋转，因为这时的同步基准来自
于内部基准频率，而内部基准频率与先前的锁相频率并不
严格一致。

锁相基准所产生的频率偏移会保持为最小。当外接定时基
准重新连接时，锁相电路会力图恢复先前的时钟。如果定
时偏移大约为 20ns 或者更小（相当于 25 度的 NTSC 副载
波或者 30 度的 PAL 副载波）时，就可以避免同步切换带来
的扰动。如果您使用的是与主用 SPG 锁相的备份 SPG 的
Stay GenLock 信号，情况也是一样的，不会因切换单元转
换到备份 SPG 上而带来同步和基准信号的任何扰动。

但如果使用 TG700 AGL7 模拟锁相模块，由于它工作在
Stay GenLock 模式，就能够使这种影响减少到最小。这时
波形监视器上的色同步矢量会保持稳定，因为由它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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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简介
随机噪声对 HD-SDI 定时抖动的影响
使用数字Stay GenLock技术还有另外一个优点，那就是采
用了Stay GenLock技术的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不会因其
输入锁相基准信号的质量不良而受到影响。这是因为 SPG
能够容忍其锁相输入信号中存在较大的随机噪声、脉冲噪
声、交流干扰或其它损伤。也就是说，这些损伤不会影响
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的质量。因此，如果某系统时钟与一
外接基准保持锁相时，由 HD-SDI 测试信号产生的定时抖
动和校准抖动与使用内部时钟所带来的抖动并没有什么区
别。
在模拟锁相系统中，如果基准锁相输入信号带有噪声时，
系统时钟可能会受到影响，这时在其 HD-SDI 输出测试信
号中会出现无法接受的定时抖动。但如果使用 S t a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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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Lock，则系统时钟相当稳定，在其输出 HD-SDI 测试
信号中观察不到抖动现象。
可以用以下的波形显示为例来演示这种差别。在一标准的
NTSC 黑场色同步信号上叠加噪声，并用它作为发生器的
锁相输入信号。在传统的发生器系统中，它输出的HD-SDI
测试信号中的定时抖动会随着其输入锁相基准信号信噪比
的劣化而增加，当信噪比降低到 -30dB 时，此时如果将它
的黑场色同步输出作为 (其它设备) 锁相基准的输入是不可
接受的。然而，在使用 Stay GenLock 的 TG700 中，当增
加锁相基准输入信号中的噪声电平时，TG700输出的HDSDI 测试信号中的定时抖动仅有微小的增加，但远未超出
可接受的容限。

Stay GenLock® 应用

锁相输入信号：
NTSC 黑场色同步

1.5 Gb/s HD-SDI 输出测试信号中
的定时抖动(使用 Stay Genlock 的
TG700 系统)

1.5 Gb/s HD-SDI 输出测试信号中
的定时抖动(模拟锁相的发生器系统)

S/N = -50 dB(噪声电平 = 2.26mVp-

S/N = -40 dB(噪声电平 = 7.14mVp-p)

S/N = -30 dB(噪声电平 = 22.6mVp-p)

图 6. 随机噪声对锁相输入信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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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简介
交流干扰对 HD-SDI 定时抖动的影响
交流干扰是交流电源电路 (频率通常为50Hz或60Hz) 中的
一种低频振荡，它可能来自于系统的接地环路。利用直流
恢复电路可以减少交流干扰的影响，但遗留的交流干扰的
影响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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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锁相系统中， 由它提供的HD-SDI 测试信号中的定
时抖动会随着其输入锁相基准信号中的交流干扰电平的增
加而增大，这是因为传统锁相系统很难完全消除交流干扰
的影响。但在使用 Stay GenLock 的 TG700 中，即便是其
锁相基准输入信号中存在大量的交流干扰，它对 HD-SDI
测试输出信号定时抖动的影响也可忽略。演示表明，即便
是当交流干扰电平为0dB时，Stay GenLock也能够有效地
消除较强交流干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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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Gb/s HD-SDI 输出测试信号中
的定时抖动(使用 Stay Genlock 的
TG700 系统)

锁相输入信号：
NTSC 黑场色同步

1.5 Gb/s HD-SDI 输出测试信号中
的定时抖动(模拟锁相的发生器系统)

交流干扰 = -50 dB(交流干扰电平 = 2.26mVp-p)

交流干扰 = -40 dB(交流干扰电平 = 7.14mVp-p)

交流干扰 = -30 dB(交流干扰电平 = 22.6mVp-p)

无数据(不能锁相)

图 7. 交流干扰对锁相输入信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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